
 市场要闻

一、国内外重要新闻

1、央行发布《关于支持外贸新业态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通知》，

提出在“了解你的客户”“了解你的业务”“尽职审查”三原

则的基础上，境内银行可与依法取得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的非

银行支付机构、具有合法资质的清算机构合作，为市场交易主

体及个人提供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。

2、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，价格上涨在各个行业变得更加

普遍，基础通胀指标进一步上升，欧洲央行打算在 7月份的货

币政策会议上将关键利率提高 25个基点，预计 9 月份将再次

提高关键利率。

二、融资信息追踪

信用债市场共发行 578.32 亿元，总偿还量 521.75 亿元，净融

资额 56.57 亿元。其中，AAA 评级总发行量 383 亿元，净融资

额139.30亿元；AA+评级总发行量 130.20亿元，净融资额 25.1

亿元；AA 及以下评级总发行量 65.12 亿元，净融资额-107.83

亿元。

 市场回顾

一、境内信用债市场

一级信用债方面：今日资金面进一步收敛，短融、超短融密集

发行，投资人认购情绪尚可，多数短期限品种低于估值定价。

超短融方面：AA+地方国企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发行银行间市场

首单超短融，发行规模 7 亿元，发行期限 58 天，基金、券商

多有认购，最终定价2.46%，较同期限中债AA+曲线加点31bps。

短融方面：22 港兴港投 CP001，AAA 评级，发行规模 15亿元，

发行期限 365 天，最终定价 3.03%，边际倍数达到 5倍，低于

估值 13bps 发行。

二级信用债方面：今日信用债交投活跃，收益率略有下行。短

融方面，以电力和交运企业成交为主，央企和经济发达地区国

企短融交投量更大，收益率多有下行。如 AAA 评级、212 天的

22 天成租赁 SCP006 成交在 2.32%，较昨日下行 2bps。中票方

面，下午的成交明显比上午更加活跃，低评级公司成交量较以

往减少，大量成交的交运和地产公司大部分为城投公司，收益

率下行 1bp 左右。如 AAA 评级、2.72 年的 22 中电投 MTN002

成交在 2.86%，下行 1bp。

二、 境内利率债市场

一级利率债方面：今日农发债发行结果分化，3年期农发债发

行结果好于上一期，认购量较上一期增加 99.14 亿元，中标收

益率低于二级估值 1.59bps 且较上一期下行 3.7bps。5 年期发

行结果一般，认购量同比小幅下滑，中标收益率较上一期上行

1.8bps。

今日北京、青岛、天津共计发行 1652.30 亿元地方债。青岛债

各期限均价点 10bps，3、5、7、30 年期天津债加点 10bps，

10、15、20 年期天津债加点 15bps。值得注意的是 5 年期 22

北京债 54 及 10 年期的 22 北京债 56 发行结果较差，加点

15bps，北京债其他品种均加点 10bps。

二级利率债方面：今日利率债收益率小幅上行。当天资金面略

有趋紧，A股总体上涨，债市交投情绪一般，收益率弱势波动。

尽管大宗期货集体暴跌，但是未能正面影响行情。截止日终，

10 年国债 220003 成交于 2.826%，上行 1.1bps，10 年国开

220210 成交于 2.9925%，上行 0.95bp，中端上行 1.5-2.5bps。

三、境内资金市场

今日央行开展 100 亿元 7天逆回购，当日有 100 亿到期，净投

放为 0。6月 LPR 各期限 LPR 均保持不变，符合预期。资金面

早盘均衡，午盘时段略有收紧。市场成交金额走高至 6.4 万亿

上方。截至当日收盘，DR001 报 1.42%，持平前一交易日。DR007

报 1.70%，上行 5bps。R001 报 1.48%，上行 1bp。R007 报 1.72%，

上行 2bps。同业存单方面，一级市场整体清淡，全天仅公告

约 528 亿元。9M 期限在 2.24%有一定募集。1Y 期限受到期日

影响需求寥寥。二级市场方面，1Y 期限主要成交在

2.335%-2.3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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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境内衍生品市场

1、利率掉期

利率互换市场交投活跃，收益率小幅上行。FR007 定于 1.70%，

3M Shibor 定于 2.0%，均与前一交易日持平。Repo 方面，Payer

主要是外资银行，Receiver 主要是股份制银行。5Y Repo 开盘

成交在 2.5725%。早盘公布的 LPR 与上月持平，国债期货低开

低走，5Y Repo 午盘前上行至 2.58%附近来回成交。下午市场，

国债期货窄幅震荡，外资 payer 发力，5Y Repo 上行最高触及

2.595%，随后在 2.5925%位置来回震荡至尾盘。与此同时，1Y

Repo 开盘在 2.1225%，之后随长端上行，在 2.1275%附近来回

成交。Shibor 方面，5Y Shibor 成交在 3.005%-3.0225%，1Y

Shibor 成交在 2.38%-2.39%。

2、外汇掉期

今日掉期市场震荡上行。人民币资金面稳定，维持宽松。tn

向利率平价回落，跨月价格小幅抬升。受美国取消对华关税使

其通胀降温传闻以及实需买盘影响，长端掉期价格上行较多。

如果美元加息预期不发生变化，预计掉期长端价格有较大的下

行空间，可以以逢高卖出为主。最终, 3 个月收于-2，1年收

于-332。

五、中资离岸债券

一级市场方面：今日中资离岸债券一级市场无公募新发。

二级市场方面：美国假期，美债期货波动有限，中资信用债窄

幅震荡。

 市场观点

LPR 维持不变叠加资金面带来的扰动使得今日债市表现较为

弱势。从我们近一段时间的分析，资金面带来的波动是短期可

控的，因为资金利率的超预期上行与政策的根本用意相违背，

而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既可以引导管理市场预期，也方便进一

步观察其他政策的效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近阶段缴款高峰之前，

短端利率将还有小幅上行的空间，长端也将略有上行，但顶部

约束依旧存在。视线放长，信贷增速整体离由负转正不远，同

样随着市场主体资金情况转好，资产需求端也将进一步出现增

量，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。一旦真实融资意愿迅速恢复，

那么长端顶部约束可能会被打开；反之真实融资意愿较弱，资

金仍将在银行间打转，那么长端相对于短端将更有优势，曲线

将可能走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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